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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康亮亮 记者 李波）
“您好，欢迎了解国家新出台的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医保政策
早知晓，合理合法享医保。”日前，
在榆林市佳县医保局组织开展的
《条例》宣传活动上，工作人员向
前来咨询的群众发放宣传手册。

当天，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
立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面对
面答疑解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向群众宣传《条例》相关规定
以及防范欺诈骗取医保基金等，
共发放宣传手册500余本，宣传单
1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80余人
次，征集有效意见和建议10条，不
仅提升了群众对《条例》的知晓
度，更调动了他们参与打击欺诈
骗保、维护基金安全的积极性。

连日来，佳县医保局组织医
保系统、各乡镇卫生院、各级定
点医疗机构开展了一系列宣传
活动，掀起了一轮学习贯彻《条
例》高潮。

佳县新药店有限公司将宣传

横幅悬挂于醒目位置，并组织员工
每天学习，做好笔记，确保活学活
用、落地见效。“我们立足工作岗位，
努力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将《条例》
内容烂熟于心，增强法治意识，加强
精细化管理，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
优质的服务。”该公司负责人说。

近年来，佳县医保局不断完
善医保基金监管制度体系，加大
基金监管力度，提升依法执法水
平，坚决向欺诈骗保违法违规行
为“亮剑”，共追回医保基金
69.19万元，切实维护了广大群
众的“治病钱”“救命钱”。据了
解，佳县医保局把《条例》宣传作
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载
体，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下一
步，将联合相关单位继续开展
《条例》宣传活动，让医保政策更
多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时，坚决
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曝
光欺诈骗保案件，积极营造全社
会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
好氛围。

本报讯（刘娴 记者 李波）为进
一步保障辖区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为旅客提供温馨、安全、有序的出行
环境。近日，延安铁路公安处榆林
站派出所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暨队伍
教育整顿整体部署要求，深入辖区
一线和路内各单位认真开展安全检
查、宣传教育，以及警民恳谈、走访
调研等活动，切实做到“我为群众办
实事”。

活动期间，榆林站派出所组织警
力深入辖区5个车站、20余家内部单
位，通过张贴《公安部铁路公安局队伍
教育整顿第五巡回督导组进驻公告》

公开举报电话、信箱，向内部单位职
工、旅客群众发放《“我为群众办实事”
征求意见表》50余份，通过实地走访调
研、面对面警民恳谈等多种形式，广泛
听取意见建议，了解群众需求。

该所聚焦主责主业，结合当前
重点工作，组织警力对9个内部单位
的内部安全防范和消防安全进行督
导检查，发现各类安全隐患16处，下
发隐患整改通知书 6份。结合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积极组织警
力在辖区内部单位、车站广场、候车
室等开展反恐安全、反扒窃、反电诈
等宣传活动6场次，共计发放宣传资

料 900余份，受教育人数达 1500余
人，进一步提高了辖区内部单位和
职工、旅客群众的防范意识。同时，
组织民警立足岗位广泛开展爱民便
民实践活动，共计为旅客答疑解惑
20余次，解决困难10余件，为旅客出
行营造了良好环境。

榆林站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说，下
一步，榆林站派出所将积极主动作为，
大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切实解决内部单位、职工群众和
旅客的困难事、烦心事，切实增强内
部单位、职工群众和旅客的幸福感和
安全感。

榆林铁警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本报讯(王永新 记者 李波）4月
的榆林市府谷县庙沟门镇西尧沟
村，春意盎然。这里是三道沟煤矿
采空塌陷治理区，昔日山体裂缝、塌
陷的景象一去不复返。映入眼帘的
是一座座整齐的蔬菜大棚，果园里
种植着海红果、梨、西梅等。在蔬菜
大棚里，小西红柿已经成熟。村民
们忙碌地采摘，村民将果实放入精
美的包装盒之后，送给周边的工矿
企业。

据了解，为了解决本村农民的收
入，该村成立了西尧沟村西尧沟组农
业合作社，利用三道沟煤矿给村里进
行采空区塌陷治理的契机，发展蔬菜

大棚种植和栽植具有府谷本地特色的
海红果树及其他适销对路的水果品
种。同时，将村里的闲散劳动力招聘
进入合作社务工，让他们有了稳定的
收入。

正在蔬菜大棚里干活的村民苏
银梅说:“过去我们家的收入很一般，
我在家里种地、喂猪。现在，我每天
来大棚里干活，一个月可以多赚
3000元左右的工资。”

西尧沟农业产业示范园是由龙
头企业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西尧沟
村合作社生产经营，农户提供劳务，
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利
益联结机制，为当地农民实现长期增

收致富提供了保障。该项目既对采
空区塌陷治理提供了一个府谷典范，
又对西尧沟村今后的发展提供强大
的支持。

该村党支部书记柴平说，西尧
沟村是三道沟煤矿采空塌陷治理
区，从2018年开始，陆续在采空塌陷
区平整土地 1860亩，绿化 1.2万亩，
建设 20座双模拱棚，7座温棚。去
年，蔬菜大棚的收入达60万元，村民
每人可以分红 2000元。截至目前，
种植果树、桃树、梨树等28种品种共
计280亩，预计明年挂果后蔬菜大棚
和果园的收入共计500万元，每人可
分红2万多元。

府谷县庙沟门镇西尧沟村

采空塌陷区建起蔬菜大棚
佳县：让医保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

■ 纵览

和煦的春风轻拂在大伙的脸
庞，忙碌的身影凸显着收获的喜悦
……当记者来到陕西省蓝田县安村
镇府君寨村时，七个整齐排列的草
莓大棚内，十几名曾经的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正笑盈盈地俯身在沟垄
内缓慢前行，手挎的竹篮中，装满了
个儿大、色红的成熟草莓。

地处秦岭之畔的府君寨村，因为没
有支柱产业，更缺集体经济引领，曾一
度被认为是“扶不起”的“后进村”，全村
527户2100口人中，曾有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33户81人，近3000亩的肥沃土
地，因为没有主导产业支撑，亩均产值
低、出产效益差让这里重复着单一农作
物种植“靠天吃饭”的简单循环。

怎么办？怎么干？带着想要和
大伙一起致富奔小康的愿景，2016
年 11月，国家电网蓝田县供电公司
干部陈鸿涛等驻村工作人员，来到
了风景旖旎的府君寨村。在和村干
部们一起东奔西跑，反复比较并分
析市场前景后，征得大多数村民同

意，把发展优质草莓种植为主导的
产业目标定了下来。在村干部、驻
村工作队队员及部分村民们的共同
出资下，27.5万元的启动资金成了建
设草莓大棚的“雪中之炭”。

陈鸿涛说，府君寨村地处白鹿原，
因为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通风条
件好、黄土渗水性强，是草莓种植的优
生区。糖分充足、果型端庄、果色红润
的草莓试种成功后，更让大伙儿坚定
了将这里建成“草莓之乡”的信心。

正说话间，去年刚刚脱贫的村民康
西手挎满满一篮草莓走出了大棚，随手
拿起一颗送入口中，脸上浮现出满满笑
意。她说，因为爱人患有冠心病，三个
孩子也正在读书，家里负担一度很重，

但2019年7月，这些草莓大棚建起后，
她有了离家不远打工挣钱的机会。“在
技术专家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栽苗、施
肥、打药等田间管理技术，每天工作8小
时，日工资有70元。仅去年在这里的
务工收入，我家就增收一万多元，草莓
大棚真正让我走上了致富路！”

记者从陕西省扶贫办了解到，
近年来，陕西一大批区域特色产业
快速壮大。截至 2020年底，陕西累
计有126.5万户409万贫困人口享受
到了产业帮扶支持，占全省建档立
卡贫困群众的 87%以上。“产业发展
鼓起了陕西老百姓的‘钱袋子’。”陕
西省扶贫办主任文引学说。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 文晨）4月 16日，
记者从陕西省植物保护工作总站了
解到，我省将抽调技术人员组成4个
指导小组，实行分市包抓负责制，深
入一线，调查病虫发生防控情况，开
展技术指导。

根据安排，指导小组将分赴西安、

宝鸡、咸阳、铜川、渭南、韩城等地，调
查了解各地小麦条锈病、赤霉病、蚜
虫、吸浆虫等重大病虫发生情况；督
促检查各地防控属地责任落实、防控
工作组织发动、防控措施落实等情
况；开展防控技术指导，检查、调度技
术措施、培训宣传、防治面积落实情

况，协调解决防控技术问题。同时，指
导小组还将督促检查中央及省上重大
病虫防控专项资金落实情况，专业化
统防统治工作进展情况，示范带动作
用发挥情况，并督促各地建立健全指
导制度，关键时期组织精干力量，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开展防控。

陕西：

产业发展鼓起老百姓“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 王嘉）为了提
升残疾人幸福指数，促进残疾
人就业，西安市从 4 月起开展

“喜迎残运‘职’等你来”助残就
业系列活动，系列活动之一的

“寻找不平凡的你”小视频大赛
也正式启动，面向西安市残疾
人朋友征集作品，展现残疾人
创业者风采。

本次小视频大赛以“寻找不
平凡的你”为主题，设置创业类和
技能类两个板块。本次大赛设置
一等奖 2名（创业类、技能类各 1

名），奖金1000元；二等奖4名（创
业类、技能类各 2名），奖金 800
元；三等奖8名（创业类、技能类各
4名），奖金 500元；优秀奖若干
名；另设优秀组织奖。

本次大赛作品征集采用电子
邮箱报送方式，参赛作者将作品
于5月6日前向户籍所在地区、县
及开发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
构进行投稿。投稿稿件在邮件主
题中注明“寻找不平凡的你+创业
者（或求职者）+作者姓名+残疾类
别及等级+联系方式”。

我省开展小麦重大病虫防控技术指导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同心奔小康

4月 17日，铜管交响乐团在
华山之巅演奏《我和我的祖国》。

当日，“学党史践初心”铜
管交响乐音乐会在陕西省渭南

市华山西峰举行，一曲曲激昂
的 交 响 乐 章 吸 引 游 客 驻 足
欣赏。

新华社发

华山云端上的交响音乐会

“寻找不平凡的你”
残疾人小视频大赛启动


